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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烏克蘭今天在俄羅斯
入侵滿半年之際，紀念脫離蘇聯獨立
31週年，總統澤倫斯基誓言將奮戰到
底，收復失土。近日傳出俄國打算吞
併在烏克蘭占領的多個地區，西方警
告俄國勿妄動。

烏克蘭人今天紀念國家脫離蘇聯
獨立31年，剛好落在俄烏戰爭滿半年
這天，在面臨陸海空攻擊的威脅下，
紀念活動規模縮減。

路透社報導，烏克蘭首都基輔禁
止公開集會，公共服務中心今明兩日
將關閉，購物中心基於安全因素將在
獨立日關閉；遭砲轟數個月的東部前

線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實施宵禁
。

44 歲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y）今天發表感
性的獨立日演說，他在預錄演說中表
示： 「2月24日清晨4時，一個新的國
家出現在世上。它不是出生，而是重
生。這個國家沒有哭喊，沒有嚇壞，
沒有逃跑或放棄，它也不會遺忘。」

澤倫斯基今天向媒體表示： 「我
們將奪回克里米亞，這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將用任何我們決定的方式奪回
它。我們將自行做出決定，不會諮詢
世上任何他國意見。」

烏克蘭紀念國家脫離蘇聯獨立31年

（（路透社路透社）） 烏克蘭人今天紀念國家脫離蘇聯獨立烏克蘭人今天紀念國家脫離蘇聯獨立3131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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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thony Fauci
announced today that he will
be leaving government
servic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He has advised seven
presidents and spent
one-half of a centur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Fauci, 81, said that he is
not retiring in the classic
sense, but would devote
himself to traveling, writing
and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enter government
service.

In a statement, President
Biden thanked Dr. Fauci who
he called, “A dedicated
public servant and a steady
hand with wisdom and
insight. Because of Dr. Fauci
’s many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health, live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saved.”

Some Republican
congressmen said that if they
win control of Congress in
November, they would
examine Fauci’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iting findings that the NIH
funded a virology institute in
Wuhan, China, where the
novel coronavirus emerged in
late 2019.

Dr. Fauci wa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on HIV/
AIDS prior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ll of us need to
remember that Dr. Anthony
Fauci has been a great public
servant.

0808//2323//20222022

Dr. Fauci Looking For The Next ChapterDr. Fauci Looking For The Next Chapter

拜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福其
博士今天宣佈，他將於年底辭去
三十八年之公職，改變跑道，繼
續他人生的另一旅程。
現年八十一歲的曾經在多任

總統任內服務，他從一九六八年
詹森總統時代就加入美國全國醫
療團隊，正如拜登總統所說，他
的貢獻不仅是全國也是拯救了全
世界。
共和黨有些議員對於福其之

退休表示高興，因為他們有些人
認為，對於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
武漢之調查他要負有責任。
我們要再度肯定福其博士畢

生對傳染病醫治和防範之極大貢

獻，如今在他退修之年，一些國
會議員還想要調查他是否在疫情
期间未能盡責，真是令人感到憤
怒，這位終身奉獻公職的公務員
，曾經経歷無數次全球傳染病流
行之挑戰，應該受到全國人民之
表彰。
政治有時是令人厭惡之事，

今天在華盛頓由於共和及民主兩
黨之分歧，一切都可能被政治化
，一生奉公守法之公職人員也會
成為犧牲品。
福其博士已經有非常完整的

未來規劃，除了寫書、旅遊之外
，他希望年輕一代繼續在公共衛
生作出貢獻。

福其博士功在國家福其博士功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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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心腹與”政
治頭腦” 的理論家亞歷山大•杜金（Alex-
ander Dugin）的女公子杜金娜（Darya Du-
gina）在莫斯科參加完一項文化活動後駕著
父親車在郊外疑遭汽車炸彈襲擊喪命, 由於
她父親身份特殊, 引發了國際關注, 俄羅斯聯
邦安全局（FSB）不到一天的時間即宣布偵
破，稱炸彈攻擊是由烏克蘭特勤部門暗中策
劃,安排由烏克蘭女子沃夫克執行後立即潛逃
至愛沙尼亞，該情報機構還公佈了殺人兇手
的監控視頻以及她的軍號，稱她屬烏克蘭的
Azov,但立遭烏克蘭政府否認, 由於消息源自
俄國官方塔斯社(TASS), 而普京則尚未對此
事發表任何言論,所以各方猜測與解讀都不同
, 頗值得推敲。

這次汽車爆炸案發生在俄烏戰爭進行到半
年之際, 時機非常敏感, 由於俄烏雙方對於戰
爭的定義與見解南轅北轍, 俄方宣稱是一次
”特殊的軍事行動”, 而烏克蘭與西方國家
則直指是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迄今戰火沒有
停止的跡象, 是不是有第三者想藉著這一次
暗殺行動來挑起新一的俄烏戰火?這應該是
合理的推斷, 因為杜金是力主重建俄羅斯大
一統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主張
將講俄語的地區和領土統一為新俄羅斯帝國

的一部分, 他被認為在塑造普京的世界觀和
對烏克蘭的態度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一
般相信這一次暗殺是針對他而來, 但卻因與
女兒臨時換了他原本駕駛的豐田車而逃過一
劫, 相信他應該感到非常自責才對, 尤其他是
尾隨女兒的車,親眼目睹了愛女被汽車炸毀的
慘狀。

今年才29歲的杜金娜從小深受父親的影
響, 她本人也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熱
情支持者，還經常在俄羅斯民族主義電視頻
道“沙皇”(Tsargrad)支持她父親所主張的俄
羅斯帝國主義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杜金娜
在今年 3 月因擔任聯合世界國際(United
World International)主編而受到美國制裁，
稱該網站是虛假信息的來源, 由於影響力不
及她父親, 所以她不應該是真正的襲擊目標,
不過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德米特裡•巴比奇
對杜金是否是襲擊目標表示懷疑，他稱杜金
娜 “比她父親更受歡迎，這次襲擊肯定是針
對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

由於美國已經要求在烏克蘭撤僑,這又顯示
出有可能俄羅斯會再發起另外一場報復性的
戰爭, 而以普丁的個性, 那不是不可能而讓人
感到不安的!

8月24日是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31週
年紀念日，也是俄烏戰爭屆滿半年之日，但
烏國此時再傳傷亡，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
天表示，俄羅斯火箭攻擊一處烏國車站，至
少造成15人死亡，50人受傷。

路透社報導，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透過視訊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U.N. Security Council）發表演說時指出
，俄軍發射火箭攻擊烏國城鎮恰普利涅

（Chaplyne）車站，擊中一輛火車，造成4
個車廂起火。

澤倫斯基指稱： 「迄今至少已有15人遇
害，約有50人受傷。救援人員正展開作業，
但不幸的是，死亡總數可能攀升。」

澤倫斯基昨天曾警告，在烏克蘭獨立紀
念日前後，俄軍可能發動新一波攻勢，但他
也稱烏軍勢必強力反擊。

烏克蘭獨立紀念日傳傷亡烏克蘭獨立紀念日傳傷亡 俄軍攻擊車站至少釀俄軍攻擊車站至少釀1515死死

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周三
說，俄軍在烏克蘭攻勢步調趨緩是刻意的，而這是
為了減少平民傷亡的需求所致。

據路透24日報導，蕭依古在烏茲別克（Uz-
bekistan）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防長會議中
說，正在盡一切努力，以避免平民傷亡，而這當然
會減緩攻勢。

自從俄軍遭遇反抗，從基輔撤出後，近幾個月
來，俄軍在烏克蘭的攻勢幾乎沒有進展。

而據俄羅斯撐腰的米哈伊利夫卡（Mykhailivka

）地方政府官員周二說，莫斯科扶植的鎮長蘇什科
（Ivan Sushko）周二在汽車炸彈事件中喪生。當
地官員說，有人在他的座車下安裝炸彈，炸彈爆炸
後，他身受重傷，送醫後不久便身亡。

雖然俄羅斯在佔領區不斷扶植親俄領導人，但
最近發生一連串刺殺事件，陸續奪去他們的性命。
而在鄰近的赫松（Kherson）區，新卡霍夫卡
（Novaya Kakhovka）副鎮長8月6日在家中被射
殺。

太意外！俄曝在烏攻勢趨緩原因

比利時及英國雙國籍 17歲少年麥克．羅瑟福德（Mack
Rutherford）今天駕飛機抵達保加利亞，成為史上獨駕飛機環繞
地球的最年輕飛行員。

法新社報導，麥克於今年3月從保加利亞起飛，一共飛行5
個月又1天，於今天飛回保加利亞城鎮拉多米爾（Radomir）附
近一座小型機場，寫下獨駕飛機環球最年輕飛行員紀錄。

麥克在著陸後表示： 「我試圖透過這次旅行，展現年輕人可
以有所作為，只要追隨你的夢想。」 他還說： 「我不確定自己是

否還想打破其他紀錄，我現在只想回
到學校趕上進度。」

麥克這次創下紀錄，一共在空中
飛行221個小時，航程達5萬4000公
里，行經30個國家。他來自飛行員世
家，年僅7歲時就首嘗操控飛機的滋味。

他的現年20歲姊姊薩拉．羅瑟福德（Zara Rutherford）曾
於2021年8月18日從比利時啟程，費時5個月飛越5大洲，最

後以19歲年紀成為獨駕飛機環繞全球最年輕女性，途中曾降落
台灣過夜並享用珍珠奶茶。

今年7月22日，麥克曾追隨姊姊薩拉的腳步，在挑戰獨駕
飛機環球最年輕飛行員紀錄期間，飛抵台灣松山機場。

比利時17歲少年創獨駕飛機環球最年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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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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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脹放緩
價格上升壓力仍廣泛存在
綜合報導 由于油價增幅回落，加拿大的通脹水平放緩。加統計局

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今年7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增

長7.6%，較上月有所回落。

加拿大今年6月的CPI同比漲幅爲8.1%，系1983年1月以來的最高值。

這也是近壹年以來，加拿大的月度CPI增幅首度較上月降低。加統

計局表示，CPI增幅下降的主因是汽油價格的增長放緩。7月份汽油價格

同比漲幅爲35.6%，明顯低于6月的54.6%。汽油價格環比下降9.2%，爲

2020年4月以來最大降幅。

扣除油價因素，7月份CPI同比增長6.6%，略高于6月份的6.5%。這

顯示價格上升壓力仍然廣泛存在。

7月CPI環比微升0.1%，也是連續第七個月上漲，但升幅是去年底

以來最小的。天然氣、食品雜貨、機票、餐飲住宿等價格繼續顯著上揚

。雜貨店食品價格同比增幅達9.9%，高于6月水平。各地放寬或解除防

疫限制，民衆的夏季旅行量大增，令機票和旅行住宿價格均有較大幅度

增長。受加息影響，房屋租金的上漲也在加速。

同時，7月物價增速仍然超過工人時薪增幅。不過，購買力差距較6

月份有所收窄。

加央行行長蒂夫· 麥克勒姆同日在媒體撰文表示，雖然通脹似已見

頂，但預計高物價仍將持續壹段時間，加央行需進壹步采取降溫舉措。

爲遏制近40年來未見的高通脹，加拿大央行自今年3月以來已連續

四次加息，且力度不斷增加。加央行下壹次議息時間是9月7日。市場

普遍預計加央行會繼續加息。

野豬困擾城市
西班牙加泰邏尼亞大區允許捕殺

綜合報導 大批野豬在市區出沒困擾著西班牙許多城市，甚至不乏

民衆被野豬襲擊受傷。對此，西班牙加泰邏尼亞廣播電台報道稱，加泰

邏尼亞大區通過立法，允許專業人員在壹定前提下捕殺野豬。

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全加泰邏尼亞大區因野豬覓食遭到破壞的設

施共有1200處。此外，當地野豬數量或在2024年前超過200萬大關。報道

稱，野豬此前在當地壹直受到百姓優待，巴塞邏那政府還設有法律，規定

任何人不准傷害野豬，違者將受刑事處罰。如今，野豬逐漸在不受限制的

生存環境中顯露出野性，且毫不懼怕人類，極大擾亂了百姓的正常生活。

有獸醫團隊表示，研究發現，野豬對幼崽的關切心極強。這意味著

野豬往往成群出現在市區覓食，且豬崽壹旦遭遇威脅，其“父母”便會

出于“護犢”心態對人類發起攻擊。

記者曾多次在巴塞邏那目睹野豬“團隊行動”。野豬“父母”負責

進入垃圾桶將食品翻出，讓豬崽先食用，然後再自己飽餐壹頓。進食後

，野豬“父母”帶領幼崽，沿路返回位于山中的豬蝸。有壹次淩晨4時

許，巴塞邏那大街上空無壹人，壹頭大野豬帶著兩頭小豬堂而皇之走在

大街中央散步。後來，警察局派兩輛警車爲野豬“護航”，送它們返回

豬蝸，此舉也旨在防止其傷害居民。

英國持弩闖溫莎城堡男子受審
曾揚言：就是來殺女王的

綜合報導 據報道，去年聖誕節，英

國壹男子因攜帶十字弩前往溫莎城堡被捕

，相關案件細節如今才公之于衆。

該男子在被捕之前曾對警察揚言，他

就是去殺英國女王的。目前，他被檢方指

控違反英國《叛國法》，將在9月進壹步

受審。

報道稱，犯罪嫌疑人名叫賈斯旺· 辛

格· 柴爾，今年20歲，來自南安普頓。去

年12月25日，他攜帶壹把上了膛的十字弩

混入溫莎城堡，企圖殺害正在慘加聖誕節

活動的伊麗莎白二世。

出發之前，柴爾錄制了壹則視頻分享給

近20人。視頻中，他身穿壹襲黑衣稱自己是

印度錫克教徒，揚言要刺殺英國女王，“爲

1919年那場大屠殺中死去的人報仇”。

柴爾所說的1919年大屠殺，指的是

阿姆利則慘案。

1919年4月13日，英國殖民軍隊在印

度西北旁遮普邦城市阿姆利則，向聚集在

劄連瓦拉公共花員數千名印度人毫無預警

開火，造成近400名錫克教徒身亡。今日

俄邏斯（RT）曾在2019年稱，大屠殺事件

是英國在對印度長達2個世

紀殖民統治時期所犯暴行最

著名的案例之壹。

除此之外，柴爾還在視

頻中聲稱，“這也是爲那些

因種族而被殺害、羞辱和歧

視的人複仇。我爲我所做的

和我將要做的感到抱歉。”

負責該案的檢察官塞爾

比表示，當天壹早，柴爾就

設法混入了城堡的私人區域

，也就是伊麗莎白二世和查爾斯王子慘加

聖誕慶祝活動的地方。

然而沒過多久，柴爾就被安保人員盯

上。他直接對安保說，“我是來殺女王

的”，後者隨即掏槍命其跪下，並逮捕

了他。檢方指出，柴爾攜帶的武器“Su-

personic X-bow”具有造成嚴重或致命傷

害的威力。

據報道，柴爾已因違反英國《叛國法》

遭到指控，他同時還被指控威脅殺人罪以

及持有攻擊性武器罪。不過，檢方沒有將

這些指控認定爲恐怖主義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檢方還透露，他們從柴

爾的電子設備中發現他曾向英國國防部和擲

彈兵衛隊提交過申請，試圖接近王室。

目前，柴爾沒有被要求對任何指控進行

辯護，他被還押候審，9月14日將在英國中

央刑事法庭（老貝利法庭）再次出庭。

路透社指出，長期以來，印方壹直

要求英國爲1919年發生的大屠殺正式道

歉。但截至目前，英國官方針對此事的

回應最多也就是“深表遺憾（2019年，

特蕾莎· 梅）”、“非常可恥（2013年，

卡梅倫）”。

波蘭央行行長：德國對波蘭的領土有企圖

綜合報導 據報道，波蘭央行行長亞

當· 格拉平斯基近日在接受本國媒體采訪

時發出警告，稱德國如今正試圖以某種

形式“拿回”他們在二戰後被劃分給波

蘭的土地，甚至稱他們“試圖征服德國

與俄邏斯之間的壹系列國家”，試圖控

制歐洲大六。

報道評論稱，盡管波蘭的經濟正在

走向衰退，貨蔽貶值、高通脹、增長乏

力，但是這位央行行長顯然有著別的擔

憂，那就是“柏林和布魯塞爾對波蘭暗

藏的危險”。

亞當· 格拉平斯基是接受右翼傾向的

《波蘭報》采訪時發表了這番言論，並

且17日刊登見報。

他在采訪中認爲，德國的目標是

“試圖通過某種形式拿回曾經屬于他們

、如今在波蘭境內的土地，接著征服德

國與俄邏斯之間的壹系列國家”。

他還認爲，德國的最終目標是通過

歐盟組織間接控制整個歐洲大六，而

柏林和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總部所

在地）在波蘭選定的推動該計劃的

“代理人”便是波蘭最大的反對黨公民

綱領黨領袖唐納德 · 圖斯克（Donald

Tusk）。

現年 65歲的圖斯克曾在 2007年至

2014年擔任波蘭總理，在2014年至2019

年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卸任後擔任歐

洲最大的跨國政黨歐洲人民黨（EPP）

主席。

格拉平斯基稱：“過去壹年，壹直

有人說布魯塞爾給圖斯克下達的任務不

僅是讓他推翻波蘭現政府，而且要讓我

們的國家走上歐元區的道路。”他還稱

，壹旦圖斯克完成這些任務，他就會返

回布魯塞爾，繼續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

，加快建設壹個“歐洲國家”。

格拉平斯基警告說，這是柏林試圖

間接控制歐洲大六的宏大計劃中的壹部

分。報道稱，格拉平斯基8月初的壹次

采訪中還稱，柏林正借助圖斯克把波蘭

納入“德意志歐洲帝國”。

不過，親歐盟的圖斯克反過來對格

拉平斯基也沒有什麽好評價。

報道稱，他在上月的壹次政黨集會

中批評格拉平斯基“無能”、“不檢點

”和“非法的”。早前他還宣稱，壹旦

反對派贏得下屆大選，就撤掉格拉平斯

基的央行行長職位。

報道指出，格拉平斯基及現今的波

蘭民族主義傾向的政府與布魯塞爾及柏

林壹直不對付。尤其是，波蘭至今也沒

有加入“歐元區”，而格拉平斯基也壹

直反對加入。

“我們必須堅持，我們壹定會贏，

我們必須使用波蘭茲邏提，我們必須維

持壹個愛國政府，如此我們才能在10年

後與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及每壹

個其他國家的人平等地坐在壹起。”他

說道。

今年7月，格拉平斯基曾表態，只

要他還是央行行長，波蘭就不會加入歐

元區。

如今歐盟 27個國家中，除了明年

將使用歐元的克邏地亞，還有瑞典、

匈牙利等 7 國未加入歐元區。波蘭是

其中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之壹。據外

交部網站消息，波蘭 2021 年 GDP約爲

5744 億歐元（約合人民蔽 3.9645 萬億

元）。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方面近來已

多次表達對德國等大國把持歐盟的

不滿。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8月10日投書

德媒《世界報》，痛批歐盟正在實行事

實上的“寡頭政治”，內部正面臨帝國

主義威脅。他認爲，歐盟話語權掌握在

德國、法國等大國手中，其他較小的成

員國的聲音正被忽視。

據“政客”新聞網稱，今年以來，

波蘭茲邏提兌美元彙率下跌了14%，兌

歐元彙率下跌了3%。波蘭今年第二季度

國內生産總值年增長率爲5.2%，低于第

壹季度的8.5%。而根據波蘭央行發布的

最新通脹預測顯示，波蘭2022年CPI爲

14.2%，2023年爲12.3%。

壹對男女在威尼斯大運河沖浪激怒市長

被處罰款並被立即驅逐
綜合報導 壹對男女當地時間17日上午在意大利威尼

斯大運河沖浪，威尼斯市市長布魯尼亞邏當天在推特上發

布有關視頻並指責稱，“這兩個蠻橫的白癡是在嘲弄這個

城市”。CNN援引當地媒體的說法稱，這兩人已被處以

1500歐元罰款，並被立即驅逐出威尼斯。

威尼斯1987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

報道稱，大運河則是景觀的中心，且爲威尼斯的主要交通

要道，河道兩旁排列著曆史建築。視頻顯示，兩名沖浪者

腳踩電動沖浪板在水道上穿梭，躲避水上巴士和水上出租

船，其中壹人還拿出手機拍攝其同伴。

這壹幕引發威尼斯市長的指責，布魯尼亞邏不僅批評這

兩人是“白癡”，還稱會向舉報後者的民衆提供壹頓免費的

晚餐。他晚些時候在推特上說，這兩人的身份已被確認。

CNN援引當地媒體的說法稱，這對男女攜帶的兩個沖浪

板被沒收，價值約2.5萬歐元（約17萬人民蔽）。兩人還因危

害運河通行安全被罰款1500歐元（約1萬元人民蔽），並被

立即驅逐出威尼斯。此外，威尼斯市方面還指示律師開始對

這兩人提起訴訟的程序，指控其涉嫌破壞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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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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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布，美國將對烏克蘭
提供近30億美元軍事援助。遭到俄羅斯侵略滿
6個月的烏克蘭今天慶祝自蘇聯獨立31週年。

法新社報導，拜登在聲明中說： 「我自豪
地宣布截至目前我們最大一筆安全援助：透過
『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 （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USAI），提供大約29億
8000萬美元武器和設備。」

「這將使烏克蘭取得防空系統、火砲系統
和彈藥、反無人飛機系統和雷達，以確保能夠
繼續長期進行自衛。」

相關資金可以立即用於戰費，包括採購物
資和武器，而且與讓拜登得以直接下令從美國
武器庫存中對烏軍轉移武器和彈藥的 「總統撥
款 權 」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PDA）不同。
美國國防部19日宣布根據PDA實施的最新

方案：價值7億7500萬美元的各式飛彈、火砲
、反裝甲武器和彈藥，以及一支裝甲掃雷車隊
。

拜登稱許烏克蘭對俄羅斯侵略所作抵抗說
： 「6個月無情攻擊徒增烏克蘭人對自己、對國
家和對31年獨立的自尊心。」

「今天，以及往後每一天，我們都會與烏
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路透社報導，拜登政府已經對烏克蘭作出
大約106億美元安全協助的承諾；自從2014年
以來，美國對烏克蘭所作安全承諾已超過126億
美元。

拜登宣布最大筆軍事援烏 提供逾900億元武器設備

在美國通膨飆升之際，美國總統拜登今天
宣布，政府將為許多負債累累的大學畢業生免
除1萬美元（約新台幣30.25萬元）額度學貸，
預計將有數以百萬人受惠。

法新社報導，拜登在推特上宣布： 「為履
行我的競選承諾，在工薪和中產階級家庭準備
於2023年1月恢復聯邦學貸付款之際，我的政
府將宣布一項計畫，給予這些家庭喘息空間。
」

拜登在推特上附圖表示，領取聯邦派爾獎

助學金（Pell Grants）上大學的貸款人，將被免
除2萬美元額度學貸，沒有領取這項獎助學金的
貸款人，則將被免除1萬美元額度學貸。

根據這項計畫，年收入低於12萬5000美元
的貸款人，或是年收入低於25萬美元的結婚夫
婦，將具資格免除1萬美元額度學貸。

根據白宮，全美共有約4500萬學貸貸款人
，貸款總額為1.6兆美元，這對美國中產家庭是
一大負擔。

拜登宣布學貸減免 每人少還1萬美元數以百萬人受惠

推特前資安主管扎特科（Peiter Zatko）大
爆公司內幕，說推特特別容易遭外國政府利用
，讓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還說目前在職員
工工資表上甚至可能有外國特務。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扎特
科說，推特（Twitter）網路安全控制的薄弱加
上高層判斷失準，屢次讓推特暴露於外國情報
風險中。扎特科自2020年11月起擔任推特的
資安主管，今年1月遭開除。

扎特科聲稱，無論是從不可信的中國來源
收取資金，還是建議公司屈服於俄羅斯的審查
和監管要求，包括現任執行長亞格拉沃
（Parag Agrawal）在內的推特高層為了追求短
期成長，故意將推特用戶與員工置於風險之中
。

推特沒有回覆CNN有關外國情報風險的問
題，但公司發言人說，扎特科的說詞 「前後矛
盾、不精確，且缺乏重要內容」 。

有關國安的指控，是向美國國會、司法部
和聯邦主管機關提交的近200頁爆炸性內容的
一部分，這些文件指控推特領導階層掩飾公司
重大關鍵漏洞並欺騙大眾。

CNN指出，扎特科是有多年歷練的資安專
家，曾任職於谷歌（Google）、支付平台
Stripe與美國國防部的高階職位。根據他的說法
，他曾設法讓推特內部注意到公司面臨的風險
，但多個月來無人理會，因此於上月向有關當
局舉報。

揭發文件所提的指控稱，美國政府在扎特
科被解僱前不久向推特提供了具體證據，證明
該公司至少有1名員工，或許更多，正在為另
一個政府的情報部門工作。這項披露並未說明
推特是否根據美國政府的消息採取相關行動，
也沒有說明這項消息是否可信。

CNN報導說，近年來，美國決策者一直擔
心獨裁政府會一，從遭駭客入侵或易受擺布的
企業中竊取美國公民個資；二，利用科技平台
暗地影響美國選民或在選民之間散布假訊息；
或三，透過未經授權的管道來蒐集人權評論家

或其他被非民主政權視為威脅人士的情報。
據CNN報導，推特被控的各項弱點，恐對

所有這3項可能性都敞開了大門。
根據扎特科的揭發內容，在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的幾個月前，時任推特技術長的亞格拉沃
似乎準備對克里姆林宮做出重大讓步。

扎特科指控，當時亞格拉沃提議推特答應
俄羅斯提出的要求，但這麼做恐導致全面性的
審查或監視。

CNN說，舉報文件沒有明說亞格拉沃提議
的確切內容。但俄羅斯去年夏天通過一項法律
，施壓科技平台在俄開設辦公室，否則將面臨
包括廣告等的禁令。西方安全專家當時就說，
此舉恐讓俄羅斯在美國科技企業上握有更大影
響力。

扎特科在舉報文件中提到，亞格拉沃當時
將提議說成是為了提升俄羅斯的使用人數，雖
然提議最後沒有執行，但這仍顯示出推特為了
追求成長，什麼手段都做得出來。

扎特科說： 「讓推特成為（俄羅斯總統）
蒲亭（Vladimir Putin）同謀，連這樣的建議都
提得出來，令人擔憂推特對美國國安的影響。
」

根據舉報文件，推特在中國也做出妥協的
事。推特據稱曾收受名稱未公開的 「中國實體
」 資金，這個實體現在有管道取得資料，最終
可揭發在中國非法規避政府審查以瀏覽與使用
推特的民眾身分。

舉發文件提到： 「推特主管心知肚明，收
受中國資金會置中國用戶於險境。」 據扎特科
聽到的消息， 「推特此刻過於依賴這個收入來
源，除了試圖增加營收外，別無他法」 。

舉報文件提到，推特難以指認，更別說抵
制存在於其平台服務的外國特務。舉報文件提
到，印度政府成功 「強迫」 推特聘用替政府工
作的密探，還因為推特的基本架構瑕疵，讓
「這些人有管道取得大量的推特敏感資料」 。

舉報文件說，推特並沒有在公開的透明度
報告中公開這個事實。

吹哨人：推特易受陸俄等政府影響威脅美國國安

美副國務卿雪蔓昨天會見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是美國眾
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美中資深
官員首次會晤。美國國務院今
天避談兩人在台灣議題上談了
什麼，僅說會確保美中溝通管
道暢通。

秦剛昨天上午前往美國國
務 院 ， 與 副 國 務 卿 雪 蔓
（Wendy Sherman）進行1個
多小時會談。這是秦剛去年夏
天上任以來，兩人第3次會晤
，也是裴洛西（Nancy Pelosi
）月初率領國會代表團訪台後
首次。

由於會面適逢美中關係、台海情勢因裴洛
西訪台緊張升高，外界相當關心兩人會面談些
什麼。但秦剛昨天步出國務院時面色略顯凝重
，拒絕媒體訪問，美國國務院也未對外公布會
議摘要，雙方異常沉默。

美國國務院昨天僅簡短向美國之音透露，
雪蔓與秦剛重點是討論台海議題，也觸及美中
使館外交運作、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限制措施、對塔利班官員的旅行禁令等。

不過，面對中央社記者電郵、外媒在今天
例行簡報會上追問，國務院官員都不願多談兩
人在台灣議題上究竟談了些什麼。

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dant

Patel）今天僅表示，美國過去和未來都會持續
確保美中溝通管道暢通。北京切斷與美國在多
項影響全球重要議題上的溝通管道與合作，美
國會持續尋求開放、建設性溝通管道，以管控
雙邊分歧，尤其在情勢緊張之際。

巴特爾也強調，美國會持續採取冷靜果斷
作法，維護區域和平及穩定，亦會以符合美國
長年 「一中政策」 的方式支持台灣。

為反制裴洛西訪台，北京5日宣布取消或暫
停中美8項合作及會議，包括暫停中美氣候變化
商談、打擊跨國犯罪合作、禁毒合作、刑事司
法協助合作、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並取消中美
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國防部工作會晤、海上軍
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美中資深官員會晤美國務院避談台灣議題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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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19日收市後放榜， 中期多賺13.52%至
694.2億元（人民幣，下同），上半年營業淨收入
按年升6.07%至1,790.77億元，其中淨利息收入升
8.41%，非利息淨收升2.73%。每股收益2.67元，
不派中期息。

受房地產客戶風險上升及局部地區疫情對零
售貸款業務的影響，該行不良貸款、關注貸款餘
額和佔比均較上年末有所增加，截至今年6月
底，集團不良貸款餘額563.86億元，較去年底增
加55.24億元；不良貸款率0.95%，較去年底升
0.04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454.06%，較去年底
降29.81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4.32%，較去年
底降0.1個百分點。盈利能力指標方面，上半年
該行淨利差2.33%，按年跌0.08個百分點，淨利
息收益率2.44%，按年跌0.05個百分點。資本充
足率指標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核心一級資本
充足率12.32%，按年跌0.34個百分點，一級資
本充足率14.46%，按年跌0.48個百分點。

◆記者 馬翠媚

招行中期多賺逾13%

A股滬深股指19日小幅低開，午後三大指數
逐步下行走弱。截至收盤，上證綜指跌0.59%，
報3,258點；深證成指跌1.27%，報12,358點；
創業板指跌1.5%，報2,734點。兩市成交11,202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入17
億元。本周上證綜指跌 0.57%，深證成指跌
0.49%，創業板指漲1.61%。

個股普跌，板塊上跌幅靠前的是汽車股，其
中一體化壓鑄、華為汽車、汽車熱管理等跌幅超
過4%，特斯拉、汽車零部件、比亞迪概念等跌逾
3%。半導體、芯片同樣表現不佳，格科微、中
京電子、大港股份跌停或跌逾10%。養殖、電
力、煤炭等板塊漲幅靠前，其中養雞、豬肉板塊
漲超過2%，電力、煤炭開採加工、綠色電力、煤
炭概念等漲幅均超過1%。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汽車芯片股領跌 滬A回落

財 經 簡 訊

小米上季經調整利潤按年跌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累於智能手

機需求疲弱，小米截至6月底第二季純利13.86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跌83.2%；經調整淨利
潤20.81億元，按年跌67.1%，略勝市場預期，第
二季收入按年跌20.1%至702億元。小米總裁王翔
19日於電話會議中解釋，業績波動主要是因全球多
個市場通脹，加上內地疫情反覆，導致消費疲弱影
響了收入，為了刺激需求集團於第二季度“618”

大促活動採取降價促銷，為利潤帶來壓力。
業務表現方面，第二季智能手機業務收入為

423億元，按年跌28.5%，主要是受到智能手機
出貨量減少所致。季內，受到全球宏觀經濟環
境，以及內地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影響，智能手機
出貨量按年減少26.2%至約3,910萬台；加上內
地“618”電商購物節期間增強了促銷力度，及
高端智能手機產品發布時間表變化，智能手機平

均售價按年跌3.1%至每部1,081.7元。但是，小
米的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排名保持第三，市佔率
為13.8%。

在創新業務方面，季內智能電動汽車等創新
業務費用約6.11億元。在自動駕駛領域，集團已
組建超過500人的研發團隊，並制定了全棧自研
算法的技術布局戰略，在自動駕駛領域首期規劃
研發相關投入為33億元，持續推動技術突破。

泉州國資委接盤恒大6項目保交樓
各地紓困房地產的行動一直持續。近日

福建省泉州金控集團發布消息稱，泉州金控

集團承接了恒大（泉州區域）6個項目托管

任務。8月11日，泉州金控集團與恒大（泉州區域）

6個項目各方簽訂了託管協議，正式受託接管項目後

續工程建設、銷售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事項管理工

作。託管協議的簽訂，標誌着恒大（泉州區域）6個

項目託管工作，遵照“法治化、市場化”原則全面啟

動，奠定了全面實現“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目

標的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述託管項目總建築面積約138.7萬平
方米，分別位於石獅、南安、惠

安、安溪、永春等地，為永春縣恒大林溪
郡、安溪恒大御景、惠安恒大華府、南安
恒大新城、南安恒大御景、石獅恒大悅龍
台項目。

持續推進復工復產
協議簽訂後，泉州金控集團抽調人員成

立工作專班，全方位推進，圍繞區域項目
“竣工一盤交付一盤”目標，緊盯項目建設
關鍵環節和困難問題，制定細化“一盤一
策”方案，分步驟、分層級解決各類問題，
持續推進項目復工復產。

業內人士表示，國企接盤房企項目無疑
讓困頓中的開發商看到了希望，且相信國資
委有實力給予房企幫助，更何況部分房企資
金鏈吃緊，並不代表所有項目都會賠錢。公
開資料顯示，泉州金控集團成立於2017
年，註冊資本1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由泉州市國資委全資控股，定位為綜合性投
融資與資本運營平台。

正榮出售泉州項目
除恒大之外，泉州國資委近期還馳援

了正榮地產。據正榮地產發布公告，其持
有的泉州正朗置業有限公司51%股權及銷
售貸款，將以1.02億元的代價出售。買方
是一家由三家企業聯合成立的公司，其中
泉州國資委下屬的泉州市國投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約62.75%。國企出手，顯然
給房企一劑強心針，正榮方面稱本交易可
為集團提供即時現金流入，從而增加集團
的流動性，並使其能夠滿足其營運資金需

求。

龍湖獲35億銀團貸款
銀行也在協助房企增加流動性。彭博

社報道，龍湖集團委任中銀香港、建設銀
行香港分行、東亞銀行和招商永隆銀行，
牽頭安排35億港元的5年期銀團貸款，交
通銀行、民生銀行和瑞穗金融集團也有份
參與，據悉貸款將用作一般流動資金和再
融資。作為大型開發商的龍湖也面臨市場
對其流動性的擔憂，公司早前公布計劃提
前償還一些即將到期的債務。日前有傳國
有增信機構中債信用增進公司對民營房企
發債開展“全額不可撤銷擔保”，其中包
括龍湖集團。

另外，央視新聞19日報道，住建
部、央行、財政部等有關部門近日出台措
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過政策性銀行專
項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難交付住宅項目
建設交付。專項借款精準聚焦“保交樓、
穩民生”，嚴格限定用於已售、逾期、難
交付的住宅項目建設交付，實行封閉運
行、專款專用。

多地放寬限購政策
多個地方也在加緊盤活房地產市場。

近日長三角地區幾座城市紛紛出台放寬限
購的政策。8月16日，海寧發文，取消外
地居民購房限制政策，新購房不再限售；8
月17日起，昆山、太倉放寬限購政策，非
本地戶籍居民購首套房取消需要6個月社保
的限制。分析人士認為，近期放鬆政策將
觸底，表明樓市存壓，通過放鬆購房政策
來緩解市場壓力。

◆近日泉州金控集團與恒大簽訂了託管協議，正式受託接管其6
個項目後續工程建設、銷售及其他相關事項管理。 資料圖片

中證監官網19日刊登的批覆顯示，核准內
地新能源汽車公司浙江零跑科技發行境外上市外
資股及境內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批覆稱，核
准浙江零跑科技發行不超過2.91億股境外上市外
資股，每股面值1元人民幣，全部為普通股；並
核准該公司59名股東將合計約7.9億股境內未上
市股份轉為境外上市外資股，相關股份轉換完成
後可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流通。

中證監核准零跑科技到港上市

2022年8月22日（星期一）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1

中國多部門出手中國多部門出手 推專項借款保交樓推專項借款保交樓
通過政策性銀行實行 支持爛尾樓建設交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樓盤

爛尾、購房者斷供風波發酵，國家多部門終出手落

實“保交樓”救市方案。官方最新消息稱，中國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等部門近日出台措

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過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方式支持已

售逾期難交付住宅項目建設交付。專家認為，中央出手協調

資金救助爛尾樓，對挽救市場信心或有較強效應，地產救助

升級，在中央有關部門救助、降息等政策刺激下，樓市信心

和交易氛圍有望改善。

尚福林：中國宏觀槓桿率增幅低於主要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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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江西省景德鎮市恒大瓏庭業主將一份
《強制停貸告知書》發布到社交媒體，

宣稱一定期限內如果業主所購買期房項目未能全
面恢復正常施工，業主們將單方面強制停止償還
房貸。此後，河南、山西、江西、湖南、湖北、
廣西、陝西等多地逾200多個問題房地產項目的
購房者亦加入到集體斷供行列。

地方財力難撐房企龐大債務
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高級研究員尹中

立對此指出，集體斷供潮是房企違約、停工等問
題進一步發酵擴散的結果。自2021年底開始，各
地因城施策出台了很多刺激需求的政策，人民銀
行也出台了降息、降準的措施，但至今房地產市
場復甦信號依然十分微弱。刺激住房需求的政策
之所以效果不彰，原因在於此次導致市場下行的
主要原因是房地產開發企業集中出現債務風險，
7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到房地產
市場要“保交樓”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要實現“保交樓”的任務，就必須採取有針
對性的措施化解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債務風險。近
期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保交樓”相關舉措，包括
“一對一幫扶”、專項紓困基金等，但各地“保
交樓”中最大阻礙是資金問題，各地政府財力捉
襟見肘，難以為房企龐大債務窟窿提供支撐。

專款限用於已售逾期難交付住宅
此次住建部、財政部、央行等有關部門明確

指出，通過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支持項目
交付。值得注意的是，專項借款精準聚焦“保交
樓、穩民生”，嚴格限定用於已售、逾期、難交
付的住宅項目建設交付，實行封閉運行、專款專
用。

同時，監管部門再次強調“壓實企業自救主體
責任，落實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在“保交樓”過
程中，房地產企業、地方政府仍需要發揮更加積極
的作用，主動應對，協同推進。“對逾期難交付背
後存在的違法違規問題，依法依規嚴肅查處，對項
目原有預售資金被挪用的，追究有關機構和人員責
任。”

專家：房地產市場情緒有望好轉
尹中立指出，此次國家層面協調資金救助爛

尾項目，推動違約房企項目盤活。目前監管部門
沒有公布方案更多細節，一個可能方案是在斷供
嚴重地區實行試點，由國開行向央行提供質押
後，央行放款給國開行，再貸給地方。如果能快
速落地實施推廣，對於挽救市場信心，盤活項目
資金流、人流、物流具有較強效應。

中國指數研究院認為，此次中央有關部門保
交樓政策出台將對穩定市場預期起到積極作用，
疊加央行降息預期以及各地加大因城施策力度，
房地產市場情緒有望好轉。

地產救助正在升級，保交樓是中央救市第一
步，後續政策陸續有來。8月19日交易商協會再次
召集房企開會，探討通過中債信用增進支持民企發
債，參與房企向全市場開放，以緩解房企資金鏈危
機。此外，周一公布的新一期LPR（貸款市場報價
利率）大概率下調，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最近提
到要降低居民消費信貸利率，降息背景下樓市信心
和交易熱度都有望改善。

7月中國經濟繼續恢復，但恢
復勢頭放緩，房地產超預期下行成
主要拖累，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降
幅超12%，商品房銷售同比降幅超
兩成，市場預期持續悲觀，房企債

務違約風險不止，各地保交樓壓力增大。

倡設住房專項穩定基金
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高級研究員尹中立

認為，當前房企債務違約風險仍然很大，“在企業
風險已經暴露的情況下，買房者不敢貿然購買期
房，企業通過銷售回籠資金的困難越來越大，加上
再融資渠道已經關閉，債務風險越陷越深。在此背
景下，房地產項目資產縮水而負債成本增加，此時
僅僅通過市場化方式（比如併購）出清當前房地產
企業的債務風險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此時國家信用介入，通過國家信用在市場低
成本募集資金來置換房地產企業的高成本資金，從
而達到降低房地產企業的整體債務風險的目的。”
尹中立認為，目前通過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方式支
持“保交樓”，未來可設立住房專項穩定基金，用
於應對個別大型房企風險處置，包括支持階段性解
決問題房企資金鏈保復工保交付，支持優質房企併
購等。

在化解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的同時，尹中立還
建議，在堅持“房住不炒”前提下，應優化房地產
調控政策，鼓勵地方政府採取適度措施活躍市場。
“除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數住房供求關係突出的
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可以考慮取消新房限價措施，
逐步取消限購、限貸措施。”

建議債務延期助房企解困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最新報告亦指出，房企銷

售下滑、融資困難，但稅費清繳、工程款支出等剛
性支出依舊，且面臨大量債務到期，因此房地產行
業短期現金流繼續承壓。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報告建議，考慮通過稅費
減免或延期繳納、到期債務延期還本付息等途徑，
大幅削減房企短期內的現金流出壓力；支持房企進
行跨境債務替換，在國內發債替換海外債券，減輕
評級下調和海外債券違約對境內債務產生的壓力。

同時，繼續因城施策，放寬合理住房需求的信
貸限制、降低居民房貸成本，支持房企恢復銷售回
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多部門近日出台措中國多部門近日出台措
施施，，通過專項借款支持已通過專項借款支持已
售逾期難交付住宅項目建售逾期難交付住宅項目建
設交付設交付。。圖為山西某在建圖為山西某在建
樓盤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兩名工人正在住宅工兩名工人正在住宅工
地工作地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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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措施

◆7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穩定房地產市場，壓實地方政府
責任，保交樓、穩民生。

◆8月12日銀保監會表示，正在積極主動參與、合理解決資金硬缺口方案
研究，多個方面推進“保交樓、穩民生”工作。

◆8月19日下午，交易商協會召集多家民營房企召開座談會，探討通過中
債信用增進投資公司增信支持的方式支持民營房企發債融資。

◆8月19日消息稱，中央部委出手推動“保交樓”，住建部、財政部、央
行等出台完善政策工具箱，通過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
難交付住宅項目建設交付。

地方措施

◆地方房地產紓困基金快速落地，鄭州市設立100億元人民幣房地產紓困基
金，並啟動首個紓困項目。

◆東莞、長沙、深圳龍崗區、汕頭等收緊預售資金監管，要求預售資金應存
入銀行專用監管賬戶，不得隨意支取、使用。

◆多地放鬆貸款比例、公積金額度及購房資格，包括北京試點支持老年家庭購
房最低35%首付、河北廊坊全面取消樓市限購政策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財富管理
50人論壇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
20日表示，中國宏觀槓桿率同期增幅明顯低於其他
主要經濟體，但要關注逆周期調控政策對債務增長
及其產出的影響。

尚福林在當天舉行的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2022夏季峰會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國家債
務達到創紀錄水平。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21
年末，美國、日本、歐元區槓桿率分別比2019年末
高25.7個、39.5個和21.4個百分點。

中國宏觀槓桿率在疫情發生後也曾階段性上
升，2020年末達279.4%，此後伴隨經濟企穩連續
下降。中國央行數據顯示，2021年末，中國宏觀槓
桿率較2019年末的增幅是16.5個百分點。

保債務總量與經濟增長匹配
尚福林說，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宏觀槓桿率同

期增幅明顯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但仍要密切關注
其他經濟體因債務增加、經濟增長放緩所表現出的
共性問題。

分部門看，由於中國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
政策，採取了一系列穩企業、保就業措施對沖疫情
影響。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槓桿率增長相對較快，
要關注逆周期調控政策對中國債務增長及其產出的
影響。

要繼續提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保持經
濟增長穩定，使債務總量與經濟增長相匹配，實現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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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社会经纬

极具古典美的汉服、创新特色浓郁的故宫文创、融合科技感
与传统文化元素的手表……近年来，“国潮”爆款不断涌现，涉及
音乐、美术、建筑、家具、服装、美食、日用文创等精神生活与
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国货的逐渐认可，追逐“国潮”
的社会审美时尚正在悄然兴起。那么，“国潮”究竟是什么？它
因何而生、因何而兴？“国潮”热如何引领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爱国情感和文化归属感的表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汉服爱好者之间喜欢互称“同袍”，
从事媒体工作的维京便是“同袍”之一，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汉
服春晚的策划人。

汉服春晚是汉服圈中颇有规模的一个线上晚会，已举办了 12
届。2010年，汉服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词汇。一群汉服爱
好者通过交流碰撞，决定用晚会的形式让全球各地的汉服爱好者
参与其中。每到岁末，各地汉服社团通过汉舞、雅乐、戏曲等形
式，开启线上联欢。如今“同袍”越聚越多，2022 年晚会直播期
间，吸引了30万人观看。

在维京看来，汉服春晚是“同袍”全面参与、传播汉服文化的
平台。为了准备晚会，工作人员达四五十名，参与投稿人数近千
人，“其中有老师、戏剧研究者、高校学生等，大家因为喜欢汉服
而利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准备了几个月”。

“我们希望通过流行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汉服的美，汉服春晚就
是一个契机。”维京说，衣着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符号，汉服文化体
现了年轻人既尊重传统又具有现代性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

汉服从小众潮流到逐步被更多人接受的过程，正是“国潮”流
行的一个缩影。何为“国潮”？多数专家认为，“潮”指的是一种时
尚流行趋势与审美动向，是人们热爱某种事物所形成的一种风
尚。当下的“国潮”多指以时尚潮流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潮流风格。“国潮”热体现在多个
方面：

首先，它是一种消费潮流。很多老字号、新品牌通过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创新挖掘与再创造，逐渐形成一股独特、贴近生活且
能够引发大众共鸣的时尚消费潮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5月发
布的报告，九成消费者看好国货品牌的未来发展。国际咨询公司
麦肯锡发布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正努力升级产品的
品质、性能和价值，近 1/3 的消费者在高端产品上会选择中国品
牌。

其次，它助推了新的审美风尚形成。无论是买“国货”、晒“国
货”、用“国货”，还是穿汉服、听民乐、看古装影视、游红色景
点，或是《国家宝藏》节目、《只此青绿》舞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和闭幕式上的“折柳寄情”场景等引爆社交
媒体话题榜，这些在消费、文化演艺等领域的流行趋势很大程度
上折射出国人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从业者从追捧
海外的时尚潮流和设计理念，逐步转向青睐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美学思想的文化符号和设计思路，并且越来越乐于尝试、善
于创新、敢于表达；消费者不仅更认可中国文化品牌形象、“国
潮”消费品，而且在生活态度、审美趣味方面努力寻找与中华文化
精神的契合，体现出较高的文化自信。

清华大学教授胡钰认为，“国潮”将中国文化符号、中华美学
精神、传统技艺、制造业与文化产业等结合在一起，其流行是爱
国情感和文化归属感的表现。

折射社会审美方式变化

手表表盘上的时标是小篆字体、6点位为秦军甲胄头盔图案、
红色秒针令人想起秦国兵器“弩机”、表侧铭牌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杜
虎符……通过电商平台“AR试戴”功能几番端详，在上海一家公司工
作的“90 后”陈肖一下就看中了老字号品牌海鸥公司新推出的“秦
风·虎符”手表。陈肖说，现在国产手表设计很“潮”，自己越来越喜
欢饱含中华传统文化风格又兼具优良品质的产品。

用古法劈清、蒸煮、晾晒、拉丝后与现代工艺结合的油纸伞，将非
遗技艺创新研发、远销海外的团扇，经过数十道工序上百小时反复煅
烧打磨的3D曲面陶瓷外壳手机机身……随着年轻人青睐“国潮”，很
多老字号、新品牌开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寻找设计灵感。

那么，为何“国潮”近几年迎来爆发并逐渐形成一种潮流呢？
“我们的审美方式和潮流这些年一直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大

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认为，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
刚打开国门时，人们觉得外来的一切都很时髦。随着时代发展和文
化建设不断加强，很多人经过文化教育、现实了解、中西比较，辨
别能力在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提升。同时，产业链
的生产方式、声光电结合等现代技术、直播和网红等新传播方式也

助推了“国潮”兴起。
“当一种趋向性的审美导向

形成时，人们的审美修养也在改
变。西方审美过去是很多人效法
的风潮，现在逐渐作为文明互鉴
的对象存在，这是非常重大的变
化。”金元浦说。

其次是社会审美变化推动设
计理念更新。潮流时尚化是消费
时代的重要特征。近年来一些流
行的“国潮”设计，往往注重超越
对传统符号元素的简单拼接，深
入到中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内
核，在设计上主动融合中华美学
取法自然、追求意境等理念，在
形、意、境等不同层面将物品功
能、视觉形象、空间构造创意组
合，表达出正在变化的社会审美
和时代新风。

专家认为，随着时代发展进
步，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开始追
寻审美表达上的丰富性，比如通
过“物”来传达精神旨趣和审美态

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潮”设计贯通着当今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美学风格和时代气象。

此外，年轻一代特别是“Z世代”展现出强大底气和文化自信。
从出生时间来算，“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他
们从小接触互联网，在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成
长起来，不仅眼界开阔、对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而且拥有平视
世界的底气和更为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消费心态上，他们不盲从
外国品牌，乐意接受本土品牌，并以此为傲，愿意通过社交媒体
等分享自己的审美偏好。新华网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全行业

“国潮”品牌消费中，“Z世代”贡献了74%的“国潮”消费。据潮流网
购社区平台得物APP数据统计，2020年，年轻用户对“国潮”商品
的消费热度比上一年增长超过10倍。

让“国潮”更深地融入大众生活

“这款美颜妆容太酷了，自拍效果真的像敦煌壁画里的人物一
样。”北京高校学生陈晨是一个拍照达人，最近她在一款自拍APP上
体验了“七夕敦煌”妆容，感觉很满意。

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到来之际，敦煌文创联合某平台公司推
出东方潮妆系列——“七夕敦煌”。它以莫高窟第9窟的壁画《婚礼
奠雁图》为灵感来源。该壁画描绘了晚唐时期敦煌的彩礼婚俗，壁
画整体色彩缤纷，烘托出画中婚礼的温馨气氛。作为技术指导人，
敦煌石粉彩绘技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王亚林介绍，技术人员提取了
壁画中的色彩搭配，通过哑光画法与壁画肌理结合，打造壁画同色
系眼影妆容，为现代审美潮流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以现代科技支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是‘国潮’发展的重要趋势。”金元浦认为，当前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新技术正在全面介入文化内容创作、生
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他建议利用好新技术，营造出场景
化、沉浸感、体验感合而为一的“国潮”文化新业态新模式，让人们
高度投入、沉浸其中；“国潮”设计应做到具象化、生活化、故事
化，设计思路、文化内涵要贴近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通过社区建
设、借助新电商平台首发多样化新品等方式，了解年轻一代需求和
主张，以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

“究其本质，国潮国风热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与传播，这一现
象为推动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赵庆寺认为，要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通俗性、国际
性，深度挖掘中华审美精神与气质，通过丰富多彩的时尚形式展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新时代文化的精神气象。

将汉服作为一种美的形式去展示，是维京在汉服春晚和自制节
目中努力传达的理念。她认为，只有找到现代生活中的接入点并更
深地融入大众生活，汉服才能更好地被时代所接受，让越来越多的

“国潮”更流行、更时尚。

爆款不断涌现 渐成审美潮流

“国潮”消费为何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在西安步行街大唐不夜城表演。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图为现场展示的文创产品。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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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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